
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右方，課程類別(請下拉)�送出~~即可查詢您要的資訊 
 

-1- 

    

    

    

    

    

    

    

    

    

    

    

    

    

    

    

    

    

    

    

    

 

台 灣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科 學 工 業 同 業 公 會台 灣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科 學 工 業 同 業 公 會台 灣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科 學 工 業 同 業 公 會台 灣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科 學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3 0 0 7 83 0 0 7 83 0 0 7 83 0 0 7 8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展業一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展業一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展業一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展業一路 2222 號號號號 4444 樓樓樓樓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3030303----5775996 5775996 5775996 5775996 #162~166 #162~166 #162~166 #162~166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3030303----5781972578197257819725781972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www.asip.org.twwww.asip.org.twwww.asip.org.twwww.asip.org.tw---->>>>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印刷品印刷品印刷品印刷品    

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    

請代為轉予相關請代為轉予相關請代為轉予相關請代為轉予相關訓練訓練訓練訓練部門部門部門部門人員知悉人員知悉人員知悉人員知悉，，，，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106106106106 年第四季年第四季年第四季年第四季】】】】課程簡章課程簡章課程簡章課程簡章    

一一一一、、、、職職職職安系列安系列安系列安系列：【：【：【：【六小時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六小時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六小時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六小時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二二二二、、、、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18H18H18H18H、、、、36H36H36H36H、、、、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繼續教育】】】】    

三三三三、、、、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海海海海關保稅證照關保稅證照關保稅證照關保稅證照、、、、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秘助秘助秘助秘助////通識通識通識通識、、、、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物管物管物管物管////

生管生管生管生管、、、、人人人人資資資資////總總總總務務務務////訓訓訓訓練練練練、、、、財財財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持持持續進修續進修續進修續進修】】】】    

四四四四、、、、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    

【【【【下半年課程已下半年課程已下半年課程已下半年課程已於於於於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公告月公告月公告月公告】】】】    

五五五五、、、、※※※※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審定認證之民間學習機構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審定認證之民間學習機構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審定認證之民間學習機構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審定認證之民間學習機構※※※※    

※※※※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認可輻射訓練單位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認可輻射訓練單位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認可輻射訓練單位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認可輻射訓練單位※※※※    

※※※※本會為金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訓練機構本會為金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訓練機構本會為金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訓練機構本會為金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訓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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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函 
本會地址：新竹市展業一路 2 號 4 樓 

聯 絡 人：吳怡萱 

聯絡電話：03-5775996#164 

聯絡傳真：03-5781972 

電子信箱：yswu@asip.org.tw  

 

 

受文者：各會員廠商教育訓練部門及相關部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11 日 
發文字號：(106)台榮訓字第  0659  號 
附    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會 106 年度第四季教育訓練課程簡章乙份，項目如下，歡迎 貴單位選

派與課程相關之各部門幹部及業務相關人員報名參加，請 查照。 

一、職業安全系列課程： 

六小時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二、游離輻射系列課程： 

輻射安全訓練 (18H)、輻射安全證書(36H)、輻射繼續教育 

三、經營管理系列課程： 

海關保稅證照、管理/秘助/通識、採購/物管/生管、工程/技術、人資/總

務/訓練、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 

四、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下半年課程已於 106 年 7月公告 

      

說明：有關課程科目、費用及報名手續，敬請依照附件說明辦理。 

正本：各會員廠商訓練部門及相關部門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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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度第度第度第度第四四四四季季季季    教育訓練課程教育訓練課程教育訓練課程教育訓練課程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壹、 六小時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04 

貳、 游離輻射系列課程講習-----------------------05 

參、 海關保稅證照講習---------------------------07 

肆、 政府補助-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08 

伍、 經營管理系列課程---------------------------10 

E 管理/秘助/通識課程大綱------------------- 12 

F 採購/物管/生管課程大綱------------------- 14 

P 工程/技術課程大綱------------------------ 15 

H 人資/總務/訓練課程大綱------------------- 16 

R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大綱------- 19 

陸、 職業安全系列報名表-------------------------21 

輻射系列報名表-----------------------------22 

海關保稅證照報名表-------------------------23 

經營管理系列報名表-------------------------24 

       

 

 

 

 

 

 

 

          單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地址：30078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電話：03-5775996#162~166 傳真：03-5781972 
網址：www.asip.org.tw-->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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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六小時承攬商六小時承攬商六小時承攬商六小時承攬商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安全衛生教育安全衛生教育安全衛生教育】】】】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開課日期如下開課日期如下開課日期如下開課日期如下：：：：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請務必事先報名事先報名事先報名事先報名                    《《《《本會有變更或取消上課日權利本會有變更或取消上課日權利本會有變更或取消上課日權利本會有變更或取消上課日權利》》》》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開開開開    課課課課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承辦人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開開開開    課課課課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8888 月月月月----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楊小姐    7777、、、、14141414、、、、22221111、、、、28282828    11111111 月月月月----鍾小姐鍾小姐鍾小姐鍾小姐    6666、、、、13131313、、、、20202020、、、、27272727    

    9999 月月月月----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    4444、、、、11111111、、、、18181818、、、、25252525    12121212 月月月月----吳小姐吳小姐吳小姐吳小姐    4444、、、、11111111    

10101010 月月月月----吳小姐吳小姐吳小姐吳小姐    2222、、、、11116666、、、、23232323、、、、30303030            

<<<<若有加開班若有加開班若有加開班若有加開班、、、、取消開班取消開班取消開班取消開班，，，，以網站公佈為準以網站公佈為準以網站公佈為準以網站公佈為準>>>>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六小時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主 旨主 旨主 旨主 旨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欲從事科學園區廠商營造工程之承攬商人員。 
未滿十六歲，不予接受報名。 

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    

以下於報到時繳交： 
1.身分證(正面)影本             
2.彩色近照１張(一或二吋皆可，需填寫姓名) 
3.報名費：會員 700 元/人，非會員 730 元/人，(皆含中餐、教材) 
4.原子筆(考試用)  

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
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    

★★★★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 08080808：：：：30303030~08:45~08:45~08:45~08:45 前前前前報到報到報到報到完完完完成成成成，，，，並並並並需繳交需繳交需繳交需繳交：：：：((((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A~A~A~A~DDDD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A.A.A.A.自備翻譯人員自備翻譯人員自備翻譯人員自備翻譯人員註註註註 1111                B.B.B.B.護照或居留證之影本護照或居留證之影本護照或居留證之影本護照或居留證之影本            CCCC....彩色彩色彩色彩色近照近照近照近照１１１１張張張張    

DDDD....在職證明或技術技援證明正本在職證明或技術技援證明正本在職證明或技術技援證明正本在職證明或技術技援證明正本((((由台灣公司開立中文版由台灣公司開立中文版由台灣公司開立中文版由台灣公司開立中文版))))    

註註註註 1111 課程及考試以中文進行，翻譯需全程陪同，因場地因素，每位翻譯僅

可負責 2~3 位學員。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便當便當便當便當本會亦可為翻譯代訂中餐$70，請於報到時繳交給公會承辦人) 

頒發證書頒發證書頒發證書頒發證書    上課當日點名未缺席、考試合格且資料繳齊者，始頒發證書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 09:00-16:00 ，報到時間：08:30~09:00 (請準時前往) 
★事先報名之學員，名額僅保留至九點，九點後開放侯補，額滿為止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2 樓   (園區公會大樓) 
★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歡迎上網下載或參閱簡章內頁歡迎上網下載或參閱簡章內頁歡迎上網下載或參閱簡章內頁歡迎上網下載或參閱簡章內頁：：：：    
http://www.asip.org.tw/content.php?catid=31http://www.asip.org.tw/content.php?catid=31http://www.asip.org.tw/content.php?catid=31http://www.asip.org.tw/content.php?catid=31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若因颱風等天災，當地政府(依講習地點而定)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

期舉行。    

證書補發證書補發證書補發證書補發    凡本會所發證書，遺失可補發(請事先來電查詢)；每張酌收工本費 100 元 

公 會公 會公 會公 會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電話：03-5775996-分機參照報名表 
傳真：03-5781972(傳真報名表或匯款資料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地址：30078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4 樓  教育訓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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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106106106106 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課程名稱    課程 

代碼    日期 上課 
地點 時間 費用(含稅) 

輻射防護講習輻射防護講習輻射防護講習輻射防護講習    

【【【【繼續再教育繼續再教育繼續再教育繼續再教育】】】】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梯相同課題梯相同課題梯相同課題梯相同課題    

請勿重複報名請勿重複報名請勿重複報名請勿重複報名！！！！    

預計 106 年 11~12 月開課 

簡章將於 9 月下旬公告 

09：00-12：00 

13：00-16：00    

全天 半天 

1,800 900 

輻射安全訓練 

【【【【1818181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B0829 8/29、30、31 新竹場 

09：00-17：00    

會員 

A.本國 

B.外籍 

非會員 

A.本國 

B.外籍 B0906 9/06、07、08 
新竹場 

(英文班) 

B1017 10/17、18、19 台北場 

A.4,500 

B.5,600 

A.5,300 

B.6,500 
B1024 10/24、25、26 新竹場 

B1213 12/13、14、15 新竹場 

輻射安全證書 

【【【【3636363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預計 107 年 1~2 月開課 

簡章將於 11 月下旬公告 08：30-17：00 7,700 8,500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一一一一、、、、輻射防護講習輻射防護講習輻射防護講習輻射防護講習【【【【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繼續教育】】】】    

預計 106 年 11~12 月開課，簡章將於 9 月下旬公告 
    
二二二二、、、、輻射安全訓輻射安全訓輻射安全訓輻射安全訓練練練練【【【【1818181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輻射安全證書輻射安全證書輻射安全證書輻射安全證書【【【【3636363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注意事項：不具備醫師、牙醫師及醫事放射師(士)資格者之【牙科助理】等相關人士，請依中央
衛生法規不得操作醫用 X 光機執行醫療診斷作業。 

    

    

    

    

講   題 輻射安全訓練輻射安全訓練輻射安全訓練輻射安全訓練【【【【1818181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上課時數 

輻射安全證書輻射安全證書輻射安全證書輻射安全證書【【【【3636363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上課時數 

輻射基礎課程 4 小時 6 小時 

輻射防護課程 3 小時 7 小時 

輻射應用與防護 3 小時 6 小時 

游離輻射防護法規 5 小時 8 小時 

輻射防護實習或見習 3 小時 3 小時 

輻射度量與劑量課程  6 小時 

結訓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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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106106106106 年度游年度游年度游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18H18H18H18H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 36H/ 36H/ 36H/ 36H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繼續教育講習繼續教育講習繼續教育講習繼續教育講習    

主 旨主 旨主 旨主 旨    

依據「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一條規
定，操作放射性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之人員，應受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並
領有輻射安全證書或執照。    

依據「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定，在職之
輻射從業人員，每年必須定期接受三小每年必須定期接受三小每年必須定期接受三小每年必須定期接受三小
時以上之教育訓練時以上之教育訓練時以上之教育訓練時以上之教育訓練，而具有輻射安全證
書的操作人員與輻射防護認可人員，必
須在證書有效期限內取得足夠點數或
積分證明，因此特舉辦本講習會，並提
供輻射安全在於學理、實務、應用與法
規等層面的探討，及充電在職進修管道
之機會。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在國內公私立機構實際利用放射源之
從業人員，或有興趣者。 

輻射防護師/員、游離輻射從業人員或
對游離輻射有興趣者。 

類 別類 別類 別類 別    
依據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人員所操作之設備而定。 

 

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    近照一張，身分證正面影本一張。  

輻射證書輻射證書輻射證書輻射證書    
積分證明積分證明積分證明積分證明    

課程需全程參與，缺課 1/5(含)以上者
取消考試資格；考試合格且費用繳清
者，將於課程結束當日核發證書予學
員。 

參加講習人員，當天可獲得 6 點(全天)
或 3 點(半天)繼續教育積分證明，請務
必填寫個人身分證字號及輻防證書字
號，以利主辦單位於課後向原能會申報
輻防及輻射操作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證
明，如漏報資料將影響您個人換證的權
益。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2 樓   (園區公會大樓) 
台北場－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23 號 B 棟    (玄奘大學善導教育中心) 
台中場－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     (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大樓) 
高雄場－高雄市仁武區赤山里仁勇路 400 號 (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會館) 
台南場－台南科學園區南科二路 12 號 B1       (南科育成中心) 
■ 若需要各場次之交通路線圖若需要各場次之交通路線圖若需要各場次之交通路線圖若需要各場次之交通路線圖，，，，歡迎上網下載歡迎上網下載歡迎上網下載歡迎上網下載：：：：    

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    
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 MailMailMailMail 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 

上課通知上課通知上課通知上課通知    

1.本會將於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予各單位承辦人員，未收到者，
請主動與本會聯絡。 

2.若因颱風等天災，當地政府(依講習地點而定)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
擇期舉行。    

繳費作業繳費作業繳費作業繳費作業    

1.完成報名手續後，課程費用最遲務必於開課前 15 日內繳清，繳款後之收收收收據據據據上
請註明學員姓名，並回傳給本會之同時請來電確認是否收到資料。 

2.繳款方式繳款方式繳款方式繳款方式：：：：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  《《《《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 
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別：合作金庫-新竹科學園區分行，銀行代號 006 
帳  號：5643-717-00249-7  

3.已報名參加課程者，視為同意支付課程費用，若於開課 7 日前取消報名者，
可全數退費；開課 7 日內，則須支付該課程半數費用；當日未到課者，恕不
退費。    

公 會公 會公 會公 會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傳真：03-5781972(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電話：03-5775996-162 鍾小姐、166 楊小姐、163 唐小姐、164 吳小姐、165 顏小姐 
地址：30078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4 樓  教育訓練組    

認 證認 證認 證認 證    
※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審定認證之民間學習機構※ 
※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認可輻射訓練單位※ 
※本會為金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訓練機構※ 



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右方，課程類別(請下拉)�送出~~即可查詢您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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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10)10)10)10666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海關保稅證照海關保稅證照海關保稅證照海關保稅證照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本年度僅此一班，請把握機會上課)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G3-1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班 

~保稅人員必備證書(共 3 天) 

9/21~23 

 (四.五.六) 
08：00-18：00 3,600 4,300 

★ 報名起訖報名起訖報名起訖報名起訖：：：：所有預告課程將於課前所有預告課程將於課前所有預告課程將於課前所有預告課程將於課前 2222 個月於網站上公告日期個月於網站上公告日期個月於網站上公告日期個月於網站上公告日期，，，，為避免人數額滿為避免人數額滿為避免人數額滿為避免人數額滿，，，，    

您可您可您可您可預預預預先報名或敬請等候公告或上網查詢課程先報名或敬請等候公告或上網查詢課程先報名或敬請等候公告或上網查詢課程先報名或敬請等候公告或上網查詢課程。。。。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課程作業說明課程作業說明課程作業說明課程作業說明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本會提供保稅業務講習課程於實務、應用與法規等層面的探討，及充電在職進修管
道之機會    

課程簡章課程簡章課程簡章課程簡章    請上網站下載(http://www.asip.org.tw-->教育訓練-->竹科)。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2 樓   (園區公會大樓) 
■ 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歡迎上網下載歡迎上網下載歡迎上網下載歡迎上網下載：：：：    

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    
■ 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 MailMailMailMail 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 

上課通知上課通知上課通知上課通知    
1.本會將於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EEEE----mailmailmailmail 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予各單位承辦人員，未收到者，請於課

前 3 天主動與本會聯絡。 
2.若因颱風等天災，當地政府(依講習地點而定)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繳費作業繳費作業繳費作業繳費作業    

1.完成報名手續後，課程費用最遲務必於開課前 15 日內繳清，繳款後之收據收據收據收據上請註明
學員姓名，並回傳給本會之同時請來電確認。 

2.繳款方式繳款方式繳款方式繳款方式：：：：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  《《《《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 
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別：合作金庫-新竹科學園區分行，銀行代號 006 
帳  號：5643-717-00249-7  

3.已報名參加課程者，視為同意支付課程費用，若於開課 7 日前取消報名者，可全數
退費；開課 7 日內，則須支付該課程半數費用；當日未到課者，恕不退費。    

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張  2.一吋或兩吋近照 1 張（背面請寫上公司、姓名） 

公 會公 會公 會公 會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電話：03-5775996-分機請參考報名表 
傳真：03-5781972(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地址：30078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4 樓  教育訓練組    

認 證認 證認 證認 證    
1.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定為公務人員民間學習訓練機構 
2.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核定的游離輻射防護訓練機構 
3.本會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機構」 

    

    

    

    



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右方，課程類別(請下拉)�送出~~即可查詢您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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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10)10)10)10666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海關保稅證照系列海關保稅證照系列海關保稅證照系列海關保稅證照系列】】】】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項目 主  旨 參加對象 講習證明 

優質企業供應鏈
安全專責人員講
習班(AEO)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台
關綜字第 10210006494 號令「海關審查其他
機關（構）辦理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
員訓練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根據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申請為
安全認證優質企業須符合安全認證優質企
業安全審查項目及其驗證基準之要求，配置
兩名以上經海關、或其認可之民間機構，辦
理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訓練合格之員工，以
負責公司供應鏈安全相關作業。 

(1)負責供應鏈安
全相關作業、保稅
專責人員及有興趣
之人士。 
(2)園區內、外有意
從事保稅業務工作
之人員。 

課程需全

程參與， 

缺課 1/5 

(含)以上

者，取消

考試資格 

 

考試合格

且費用及

資料繳清

者，將於

課程結束

當日核發

證書予學

員帶回。 

科學工業園區保
稅業務人員講習
班 

依據「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第五
條第二項規定」園區事業保稅業務人員應具
國內、外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含同等學
歷資格)或普通考試(含丙等特考)以上考試
及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經辦保稅業務達二年以上者 
2.經管理局或分局、海關或海關審查通過之
民間機構舉辦保稅業務人員講習並取得結
業證書 

從事保稅業務工作
或有興趣者 

保稅工廠保稅業
務人員講習班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 22 條」 
保稅工廠 應指定 二 名以上保 稅業 務
人員專辦保稅業務，其任用資格除應
具有國內 外高中 或 高職以上 學校 畢
業之學歷，並經監管海關或海關審查
通過之民 間機構 舉 辦保稅業 務人 員
講習取得結業證書外，其中一名應為
相當於課長級以上幹部，並向海關報
備。 

(1)從事保稅業務
工作尚未取得保稅
工廠保稅業務人員
資格者。 
(2)高中(職)以上
學歷畢業或對保稅
工作有興趣者。 
(3)有意願了解最
新法規者。 

    

10101010666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下下下下半年半年半年半年((((產業人才投資產業人才投資產業人才投資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核定課程公告核定課程公告核定課程公告核定課程公告    
區 
域 

簡章 
代碼 

課程 
代號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課程 
時數 

補助 
人次 

全額 
費用 

承辦人 

竹 

科 

 

電

話 

0 

3 

5 

7 

7 

5 

9 

9 

6 

M7-1 104756 辦公室商務美語應用訓練班 
8/5、8/12、8/19、8/26、

9/9、9/16 
09:00-16:00 36 25 $4,820 

#166 
楊小姐 

M7-2 104755 網路行銷實務訓練班 
8/26、9/2、9/9、9/16、

9/23 
09:00-16:00 30 25 $4,110 

#165 
顏小姐 

N7-3 104759 
薪酬福利規劃與管理實務 

訓練班 
9/5、9/12、9/19、9/26 09:00-16:00 24 22 $3,960 

#164 
吳小姐 

M7-4 104753 
中小企業租稅規劃與應用 

訓練班 
9/2、9/9、9/16、9/23、

9/30 
09:00-16:00 30 25 $4,290 

#163 
唐小姐 

N7-5 104754 企業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 9/13、9/20、9/27 09:00-16:00 18 20 $3,330 
#162 

鍾小姐 



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右方，課程類別(請下拉)�送出~~即可查詢您要的資訊 
 

-9- 

10101010666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下下下下半年半年半年半年((((產業人才投資產業人才投資產業人才投資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核定課程說明核定課程說明核定課程說明核定課程說明    
    

■報名日期： 

  報名起日為開訓日期的前一個月中午 12:00，報名迄日為開訓日的前 3 天下午 6:00。 

《《《《依依依依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報名的先後順序為錄取依據報名的先後順序為錄取依據報名的先後順序為錄取依據報名的先後順序為錄取依據!!!!!!!!》》》》    

■連絡專線：竹科：03-5775996(分機洽各承辦人) 

■報名方式：請先加入台灣就業通網站登入會員，取得帳號、密碼，再依序報名。 

1.請至台灣就業通網站線上報名 https://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online.aspx 

，縣市別請點選新竹市，課程代號如上表。 

2.請至公會網站下載簡章~應繳交資料如下((((報到當日繳交即可報到當日繳交即可報到當日繳交即可報到當日繳交即可)))) 

(1)學員基本資料表    (2)身分證影本 2 份及存摺影本黏貼      

(3)補助學員參訓契約書與學員補助申請書-(請務必事先詳閱，不需繳交) 

■遴選學員標準及作業程序： 

1.報名請先加入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登入會員，取得帳號、密碼之後，再依序報名。 

2.已於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完成線上報名者，依序錄取補助名額且符合資格者，通知繳費；尚未錄取

者則為備取生，請靜候通知遞補。。 

3.已錄取之補助生，未於本會規定之期限內完成繳費者，則自動視為放棄補助生資格。 

4.若補助生名額已滿，仍請在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報名為備取生等候通知。 

■本計畫補助對象資格： 

※一般參訓身份者：(補助參訓費用 80%) 

1. 為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之本國籍在職勞工 

2. 身份為在台之大陸配偶，已領有長期居留證之在職勞工 

3. 身份為外國籍配偶，已領有居留證之在職勞工 

※特定對象參訓者(需滿足一般參訓身份者條件之一)：詳情請見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手冊 

※※※※參加職前訓練期間參加職前訓練期間參加職前訓練期間參加職前訓練期間，，，，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不得同時申領本計畫之補助不得同時申領本計畫之補助不得同時申領本計畫之補助不得同時申領本計畫之補助。。。。但於參加本計畫訓但於參加本計畫訓但於參加本計畫訓但於參加本計畫訓

練課程期間練課程期間練課程期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者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者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者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替替替替代役身分者代役身分者代役身分者代役身分者，，，，須須須須在在在在課課課課程程程程『『『『開開開開課課課課第第第第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具具具具有有有有就業保險就業保險就業保險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勞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勞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勞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使得補助使得補助使得補助使得補助。。。。    

若為軍保若為軍保若為軍保若為軍保身身身身分分分分，，，，則無法享有補助資格則無法享有補助資格則無法享有補助資格則無法享有補助資格，，，，可可可可考量考量考量考量以自費生上課以自費生上課以自費生上課以自費生上課。。。。    

■費用： 

1.【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補助一般勞工訓練費用 80%、參訓學員自行負擔 20% 

2.特定對象訓練費用 100% 

3.參加職前訓練期間，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不得同時申領本計畫之補助。但於參加本計畫訓

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者，不在此限。 

■關於報名的補充說明： 

1.名額以系統報名先後順序為主,若顯示已滿額仍可以上網報名,將依報名順序安排候補! (最遲課

前以 mail 通知)    

2.報名方式：點選報名網站- https://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online.aspx  

(提醒您需先加入[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會員]，取得帳號、密碼，並準備好[投保單位保險證號]及[個

人銀行帳號] 資料，以利迅速完成報名表填寫，內容請依規定詳填，以免影響補助資格)。 

報名後您可於報名網頁查報名狀態，出現「審核中」表示資料上傳成功，待本會確認資格符合

並保留名額後，預計於課前 2 週發錄取通知的 e-mail 再繳費，請耐心等候通知；若您查詢不到

報名資料，表示可能有漏填資料，請重新報名。候補者也請等候通知，最遲開課前將以 mail 告

知候補狀況。 

3.若您已申請過會員，請先上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台灣就業通網站確認您的帳號(身分證字號)、密碼， 

忘記密碼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jobwanted/member_forge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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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園區園區園區公會公會公會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管理訓練課程經營管理訓練課程經營管理訓練課程經營管理訓練課程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秘助秘助秘助秘助////通識系列通識系列通識系列通識系列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E4-1 有效解決問題的優質領導力 呂仁瑞 10/18(三) 09:00-16:00 2400 2800 

E4-2 基層主管的領導與管理才能 王時成 11/07(二) 09:00-16:00 2400 2800 

E4-3 行政秘書的檔案管理與向上管理 周純如 11/22(三) 09:00-16:00 2400 2800 

E4-4 
Excel 實務精修班-精通資料整理與分

析(7H)(★需自備電腦& Excel 2010 家用版以

上的版本) 
王作桓 12/08(五) 09:00-17:00 2700 3100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物管物管物管物管////生管系列生管系列生管系列生管系列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F4-1 如何做好年終庫存盤點作業 張金龍 10/17(二) 9:00-17:00 2700 3100 

F4-2 採購競爭性報價規劃與應用要領 吳淑惠 11/10(五) 9:00-16:00 2400 2800 

F4-3 工廠工程外包與設備採購實務 李朗日 11/21(二) 9:00-16:00 2400 2800 

工工工工程程程程////技技技技術術術術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P4-1 電器事故發生原因、識别、分類與研討 江榮城 11/15(四) 9:00-16:00 2400 2800 

人資人資人資人資////總務總務總務總務////訓練系列訓練系列訓練系列訓練系列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H4-1 如何做好固定資產管理與年度盤點 李朗日 10/20(五) 9:00-16:00 2400 2800 

H4-2 人資必備勞/健保法規應用與管理 楊淑如 10/24(二) 9:00-16:00 2400 2800 

H4-3 HR 必備的 EXCEL-常用篇 何東旭 11/16(四) 9:00-16:00 2400 2800 

財會人財會人財會人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員暨會計主管持續員暨會計主管持續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進進進修課程系列修課程系列修課程系列修課程系列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R4-1 
年度預算編列暨差異分析實務 
(財務、會計) 

戴冠程 10/12(四) 09:00-16:00 2400 2800 

R4-2 
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技巧 
(會計) 

石世賢 10/24(二) 09:00-16:00 2400 2800 

R4-3 非金融商品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會計) 黃海寧 11/08(三) 13:30-16:30 1600 1900 

R4-4 
從財報弊案中探討刑法「偽造文書罪」
的法律責任(法律) 

謝憲杰 11/22(三) 13:30-16:30 1600 1900 

R4-5 
製造業製造費用之分攤制度建立與個案
分析(會計) 

石世賢 12/12(二) 09:00-16:00 24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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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教育訓練課程說明教育訓練課程說明教育訓練課程說明教育訓練課程說明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EEEE、、、、FFFF、、、、PPPP、、、、HHHH】】】】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 

欲提昇現有專業知識及增加工作能力之相關業務者、欲培養第二專長者或有興趣者 

【【【【RRRR】】】】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 
1.公開發行、上市、上櫃、興櫃等公司、證券商及證券交易所等之會計主管(包括職

務代理人)，以及歡迎對會計、公司治理、資本市場法令有興趣之人士報名。 
2.103 年底「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新增規定： 
(1)上市上櫃公司應設置會計主管之職務代理人，且應比照會計主管每年持續進修 
(2)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會計人員每年亦應進修專業相關課程 6 小時以上 

3.歡迎財務、會計、稽核…等部門之人士參與學習。    

優惠方案優惠方案優惠方案優惠方案    
凡同公司且參加本凡同公司且參加本凡同公司且參加本凡同公司且參加本會會會會 111106060606 年年年年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季季季季【【【【EEEE、、、、FFFF、、、、PPPP、、、、HHHH、、、、RRRR】】】】同系列課程同系列課程同系列課程同系列課程，，，，四堂課四堂課四堂課四堂課((((含含含含))))以上可以上可以上可以上可
享享享享 9999 折折折折。。。。    

繳款繳款繳款繳款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請自行負擔請自行負擔請自行負擔請自行負擔

手續費用手續費用手續費用手續費用    

1.完成報名後，為確認上課人數，課程費用請於開課七天之前繳清，繳費後，請將收收收收
據據據據回傳，註明課程代號、學員姓名並請來電，方能確認繳費完成，報名始確定。 

2.繳款繳款繳款繳款方式方式方式方式((((銀行擇一即可銀行擇一即可銀行擇一即可銀行擇一即可))))：：：：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請自付手續費用》》》》 
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別：合作金庫-新竹科學園區分行，銀行代號 006 
帳  號：5643-717-00249-7  

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別：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園區分行，銀行代號 052 
帳  號：0185-3000-60197-8 

3.已報名參加者，視為同意支付課程費用，若於開課七日前取消報名者，可全數退費；
開課七日內，則須支付該課程半數費用；當日未到課者，恕不退費。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2 樓【201、202、203 教室】 

提醒通知提醒通知提醒通知提醒通知    本會將於課前 5-7 天會 mail 予各單位承辦人員，未收到者請主動與本會聯絡 

頒發証書頒發証書頒發証書頒發証書    
凡同一人參加 106 年第四季【E、F、P、H】同系列課程，滿兩堂課以上(含)且未缺席
者，待本季課程結束七天後即寄發該系列課程結業証書一張。    

颱風來襲颱風來襲颱風來襲颱風來襲    若因颱風…等天災，新竹縣或新竹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交通資訊交通資訊交通資訊交通資訊    

    

地圖地圖地圖地圖    

請上綱下載請上綱下載請上綱下載請上綱下載    

一、自行開車者(新竹場): 
1. 自北南下行駛中山高速公路，在新竹交流道下一個出口「科學工業園區交流

道」(里程約 95k+500)處，可直接進入科學園區新安路。 
2. 自北南下行駛北二高，至(頭份/新竹 100 出口處)銜接中山高速公路(右線/外

側往新竹方向)，約 2 公里即可到達科學園區交流道。 
3. 自南北上行駛中山高速公路，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交流道下，即可直接進

入科學園區之園區二路。 
4. 收費停車場：園區公會 B2 停車場 (30 元/小時)。 
5. 免費停車場：園區公會旁有露天停車場，凡停在格線內均可(約150個停車位)。 

二、搭乘統聯或亞聯客運者，部分班次可在新竹科學園區內之「科技生活館」站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可到本會大樓。 

三、搭乘火車-「新竹站」；高鐵-「竹北站」下車，再搭乘計程車，直達本會大樓。 

核可單位核可單位核可單位核可單位    
1.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定為公務人員民間學習訓練機構 
2.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核定的游離輻射防護訓練機構 
3.本會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機構」 

公公公公                會會會會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Fax：03-5781972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Tel：03-5775996 分機 164 吳小姐，Mail：yswu@asip.org.tw 

分機 166 楊小姐，Mail：yjyang@asip.org.tw 
                分機 162 鍾小姐，Mail：mychung@asip.org.tw 

分機 163 唐小姐，Mail：hjtang@asip.org.tw 
分機 165 顏小姐，Mail：ylchen@asip.org.tw 

綱址：www.asip.org.tw-->教育訓練-->竹科 
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二號四樓  教育訓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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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秘助秘助秘助秘助////通識通識通識通識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E4E4E4E4----1   1   1   1   有效解決問題的優質領導力有效解決問題的優質領導力有效解決問題的優質領導力有效解決問題的優質領導力    
一、真正的人才條件 

二、領導魅力應修練 5 特質 

三、解決問題的領導力 

四、打造領導腦的基本訓練 

五、面對團隊困境最該做 6 件事 

六、成功專案經理的三種領導力行為 

七、領導力在搭建舞台讓專業更強的人替你工作 

八、未來領導人需要 6 項領導力 

九 提問領導力 

十、發揮團隊領導力打造團隊績效 

十一、如何成為技術與領導力兼備的領導者 
十二、Ｑ＆Ａ 

呂仁瑞呂仁瑞呂仁瑞呂仁瑞        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    

創新、創業、企業經營診斷諮詢輔導與授課、國際前

瞻趨勢、中高階經理人執行力、顧客導向之創新藍海

策略、企業變革改造、策略規劃、中高階主管領導統

御、事業規劃諮詢、診斷、商務簡報與公眾表達技巧、

企業內部專業講師、因應變動創新經營、會議技巧、

時間管理。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1.國際標準 ISO 9000/CNS 12680 系列品質保證制 

度的認識與觀念 

2.1994 年版最新版次 ISO 9001 國際標準條文精解 

3.1995 年 ISO 9000 系列品質手冊發展實務 

◎◎◎◎預估效益預估效益預估效益預估效益：：：：     

明確瞭解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領導力且內含解決問

題的技巧，追求高品質的解決能力。 

E4E4E4E4----2   2   2   2   基層主管的領導與管理才能基層主管的領導與管理才能基層主管的領導與管理才能基層主管的領導與管理才能    
第一單元 為什麼目標與績效會出現落差   

第二單元 領導力 

第一講 何謂團隊特質?如何建立? 

第二講 領導者應具備之特質 

一.領導者的影響力-4E    二.團隊成員 

三.組織目標 

第三講 建立高績效團隊 

一.制定團隊目標及協助團隊了解目標背後的

深層意涵 

二.發展團隊共識 

    三.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第四講 如何有效激勵團隊士氣激勵 

第三單元 管理力 

第一講 有利於創造高績效的管理典型 

第二講 處理計畫類、行動類、控制類問題的對策 

第三講 建立團隊溝通模式 

第四講 情境領導與部屬培育力 

第四單元 執行力 

第一講 執行力機制與組織文化 

第二講 企業案例分享與問題研討 

王時成王時成王時成王時成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    
1.管理學：領導、激勵、管理、團隊建設、執行力 
2.市場學：行銷競爭策略規劃、渠道商管理 
3.銷售學：金牌銷售、大客戶管理、銷售談判 
4.服務學：全面顧客、植根式、人員服務觀念技術 
5.內部講師專案培訓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1.60/40 溝通法則(平安文化出版社) 
2.領導高手—激發天賦野雁法則(清涼音文化出版) 
3.避免執行力的 12 個陷阱(北京大學出版) 
4.策略性商務談判策略(北京大學出版) 
5.顧客服務滿意與貼心服務(北京大學出版) 
 
◎◎◎◎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中高基層主管人員    

◎◎◎◎課程效益課程效益課程效益課程效益：：：：    
本課程依據中基層管理者必須具備的領導力、管理 
力、執行力規劃培訓內容，全面解析團隊領導可能 
面臨的種種問題，藉由學員現場提出的情景案例、以
實戰經驗結合管理理論研討傳授，讓學員能夠發現自
己管理盲點，並能夠自己制定方案改進部門管理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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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秘助秘助秘助秘助////通識通識通識通識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E4E4E4E4----3  3  3  3  行政秘書的檔案管理與向上管理行政秘書的檔案管理與向上管理行政秘書的檔案管理與向上管理行政秘書的檔案管理與向上管理    
一、打造職場『檔管力』提高績效的郵件名片檔案

資訊管理  
1. 檔案管理的定義與目的 
2. 如何做好檔案管理 
3. 全面電子化作業管理 
4. E 化檔案與名片管理 
5. 善用雲端提升工作效能 

 
二、打造職場『好時力』專業秘書/助理高績效時間

及行程會議管理秘訣  
1. 會議的安排與準備 
2. 會議的時間管理 
3. 會議的善後處理 
4. 主管的行程安排 
5. 主管的出差前中後要項 

◎◎◎◎預估效益預估效益預估效益預估效益：：：：    
本課程將教導學員如何做好"向上管理"，讓 Boss 
信任並放心把任務交付出去，讓學員可學習到成為 
一位好追隨者應有的技巧。 

周純周純周純周純如如如如        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講師專長講師專長講師專長講師專長：：：：    
顧客抱怨處理與正向情緒管理、服務禮儀與客訴處
理、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客戶抱怨處理與溝通技
巧、國際接待禮儀、行政職能大大工作術、公關活
動企劃、面試技巧與履歷撰寫就業學程培訓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商周)職場行政成功術、國際禮儀－教您培養優雅

與風範、論壇報-國際禮儀實務與應用、(專欄)天

台上的秘書分享與傳承、(專欄)會議管理實務暨規

劃、(專欄)時間管理提昇工作效率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聯合國外交培訓人才結訓、國際禮儀認證  

國際禮儀乙級培訓師證照  

◎◎◎◎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    

需要做內部和外部溝通的辦公室秘書與行政人員    
 

E4E4E4E4----4  4  4  4  ExcelExcelExcelExcel 實務精修班實務精修班實務精修班實務精修班----精通資料整理與分析精通資料整理與分析精通資料整理與分析精通資料整理與分析    

★★★★需自備電腦需自備電腦需自備電腦需自備電腦&&&&    Excel 20Excel 20Excel 20Excel 2010101010 家家家家用版用版用版用版以上的版本以上的版本以上的版本以上的版本    

一、 資料分析的基礎概念 

1.什麼是 Excel 資料庫？資料庫對報表製作的影
響！ 

2.「表格」和「範圍」的觀念與差異性 

二、資料分析的基本工具與前置作業 

1.快速輸入資料庫的技巧 

2.資料庫的進階排序技巧 

3.資料庫的進階篩選技巧 

三、資料分析的各種重要技巧和工具的運用 

1.常用的資料分析工具 

2.資料庫的分類統計 

3.外部資料庫的整合應用 

4.資料庫函數在資料分析上的應用 

5.非資料庫函數在資料分析上的應用 

四、大幅提昇分析效率的工具 

1.目標搜尋與反推估 

2.更有效率的資料分析工具-運算列表 

3．ERP 下載資料的整理與正規化 

王作桓王作桓王作桓王作桓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    

Microsoft Office系列課程規劃及授課；大幅提昇

企業員工Microsoft Office使用效率、節省工時成

本；企業Microsoft Office軟體使用效率檢測；企

業Microsoft Office實務應用問題解答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從樞紐分析到大數據分析、Excel工作現場實戰寶

典、MOS Word2010~2013 Expert認證教材、Word2007

實務應用、PowerPoing2007實務應用、Access2007

實務應用、電腦乙級檢定題解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Microsoft MVP微軟全球最有價值專家(2005迄今，

連任13屆)；Microsoft Office Master(大師級) 

MCT(Microsoft Certified Trainer)微軟官方認證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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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物管物管物管物管////生管生管生管生管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F4F4F4F4----1111        如何做好年終庫存盤點作業如何做好年終庫存盤點作業如何做好年終庫存盤點作業如何做好年終庫存盤點作業    
一、盤點的目的及必須產生的具體功能 

二、盤點作業及管理權責及其運作模式 

三、盤點方式及其應用時機 

四、多種創新式盤點工作(業)方式介紹及其運(應)  

    用技巧 

五、盤點前必要的教育訓練及其內容 

六、盤點前必要的先行作業及準備工作 

七、盤點計劃編製技巧及其內容要項 

八、盤點應有的程序及表單製作要點、流程 

九、盤點公差、決定原則/方式及其追縱系統 

十、盤點差異的處理方式及其技巧 

十一、盤點的範圍及其應用時機選擇方式 

十二、常見的盤點(虧)差異原因及其對策 

十三、製程盤點的範圍/方式/表格設計及運用 

十四、製程不停線的盤點作業具體方式/做法 

十五、價值重估方式/流程(序)/執行要點 
十六、其他相關問題探討 

張金龍張金龍張金龍張金龍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授課授課授課授課 30303030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實務經驗豐富實務經驗豐富實務經驗豐富實務經驗豐富，，，，歡迎來挖寶歡迎來挖寶歡迎來挖寶歡迎來挖寶。。。。    

企管輔導講授部份企管輔導講授部份企管輔導講授部份企管輔導講授部份：：：：    

1.全省巡迴講授：生管、品管、採購、外包、生產 

  管理、工作改善、倉 儲、管理技巧等等課程 20 多

年。 

2.輔導咨詣廠家：宏亞(禮坊)食品、方礎科技、華圻

電子、美加金屬、東成達塑膠、金良興窯業、弘協

機械、真興紙器、大揚企業、上興彩色、盟興木業

等(以上以行業別代表)共 40 餘家省政府建設廳專

任顧問師、全國公司訓練機構特約講師。 

3.全國各訓練機構、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工策會、工

業會、工業中心、講師、顧問師…等。 

4.新奇美亞食品、可麗企業、宏亞食品(禮坊)、州 

  鉅科技、永進機械、鹿港工具、力晟實業等全公司

生產管理合理化輔導顧問    

F4F4F4F4----2222        採購競爭性報價規劃與應用要領採購競爭性報價規劃與應用要領採購競爭性報價規劃與應用要領採購競爭性報價規劃與應用要領    
1. 單價議價 vs 多家比價孰好?  

� 適合單家議價談判的情況  
� 適合多家比價的情況  

2. 競爭性報價工具選擇  
� 傳統 vs.網路報價  
� 不同報價工具特性  
� 報價工具評估考量點  

3. 擬定報價計劃  
� 報價前會議規劃與施行  
� 發展報價計劃  
� 報價計劃執行與問題解決  

4. 競爭性報價文件撰寫要點  
� 詢價文件應含項目內容  
� 報價說明書範例與練習  
� 競標過程的道德規範  

5. 價格評估技巧  
� 價格分析要點  
� 成本分析要點  

6. 書面核准取得要訣  
� 取得相關單位共識技巧  
� 簽呈撰寫要點  

7. 報價結果公佈與特例處理  
� 得標與未得標廠商的結果公佈  
� 特殊狀況應對與處理   

吳淑惠吳淑惠吳淑惠吳淑惠        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專專專專長領域長領域長領域長領域 

採購入門與作業流程、供應商評選與管理、供應市場

調查與應用、貨源搜尋策略與分析、策略尋購、競爭

性報價規劃與應用、供應商價格與成本分析、議價談

判規劃與實戰、交期與庫存管理、專案採購管理、採

購部門績效評估與管理、專業採購之時間管理與溝通

技巧等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美國供應管理學會(ISM)-認證供應管理專家(CPSM) 

美國供應管理學會(ISM)-認證供應管理專家(CPSM)合格講師 

美國供應管理學會(ISM)-國際採購經理(C.P.M.)認證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國際專案管理師(PMP)認證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SMIT)-採購管理師

(C.P.P.) 
政府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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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物管物管物管物管////生管生管生管生管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F4F4F4F4----3333 工廠工程外包與設備採購實務工廠工程外包與設備採購實務工廠工程外包與設備採購實務工廠工程外包與設備採購實務    
一、工廠工程外包管理策略 

 1.工廠工程外包策略的規劃  
 2.工程外包的管理與案例  

二、工廠工程外包之管理制度 
1.工程管理制度與計劃執行 

 2.工程外包作業流程實例 
三、工程廠商的開發與評選 

 1.評選工程廠商準則與要點 
 2.工程外包廠商之績效案例 

四、工廠工程外包價格之管理 
1.工廠工程外包工料分析   

    2.工程競標與比價之案例 
五、工廠工程外包的談判議價 
    1.工廠修繕工程解決對策 
    2.工程談判與議價的案例 
六、工廠工程外包合約問題 
    1.訂立合約之要訣與案例 
    2.工廠工程外包異議之案例 
七、工廠工程降低成本之手法 
    1.工程外包績效管理與分析    
    2.降低工廠外包成本的方法  
八、實務案例研討 
 

李朗日李朗日李朗日李朗日        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擁有實務工作 30 年以上 

企業授課 22 年以上之經驗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曾膺選中華民國企業總務經理人 

    

經經經經歷歷歷歷：：：：    

1.曾任中興電工總經理特助、採購處長 

  總務行政、生管、倉儲等經理  
2.曾任大同公司生管與財務管理及董事長機要秘書 

 

    
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技術系列技術系列技術系列技術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PPPP4444----1111 電器事故發生原因電器事故發生原因電器事故發生原因電器事故發生原因、、、、識别識别識别識别、、、、分類與研討分類與研討分類與研討分類與研討    
1.台電發變電設備介紹 
2.家庭用電器設備介紹 
3.電器設備事故診斷技術 
4.電器事故發生原因 
5.電器事故發生原因識別與分類 
6.家電事故實例討論 
7.接地事故實例討論 
8.電力設備事故實例討論 
 
◎◎◎◎預估效益預估效益預估效益預估效益：：：：提昇公司廠務人員對用電事故之預
防、保養與解決能力，平均一個月可降低一次電力
品質事故或停電事件，預估每年為公司減少停電與
維護損失 1000~5000 仟萬元新台幣。    

江榮城老師江榮城老師江榮城老師江榮城老師    
★★★★具有 20 幾年電力品質實務經驗之台電電機博士，
經歷豐富，曾多次受邀於國內公司機關發表專題演
講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  
電力品質實務、電力系統分析、保護協調、接地工
程、高壓器材試驗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電力品質實務(一)&(二)、電力品質、發變電工程 
    
◎◎◎◎證照證照證照證照：：：：電機高考及格、電機技師考試及格 
 
◎◎◎◎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電機技師、科學園區廠務人員 
                                                ((((學員需有電工原理基礎知識學員需有電工原理基礎知識學員需有電工原理基礎知識學員需有電工原理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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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總務總務總務總務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HHHH4444----1111 如何做好固定資產管理與年度盤點如何做好固定資產管理與年度盤點如何做好固定資產管理與年度盤點如何做好固定資產管理與年度盤點        
一、資產管理的策略與權責 

  1.系統化資產管理策略 

  2.資產管理各部門的任務 

二、資產管理制度與作業流程   

  1.訂定管理制度及流程案例 

  2.固定資產總清點之要領 

三、資產管理規劃與效益分析 

  1.資產整體性投資計劃 

  2.資產投資效益評估案例 

四、資產查稅準則的要點 

  1.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案例 

  2.資產改良及改裝之規定 

五、資產之編碼原則與移轉 

  1.固定資產編碼原則案例 

  2.資產移轉與節省成本   

六、資產報廢與保險管理 

  1.資產報廢作業流程案例 

  2.資產保險計劃與管理 

七、固定資產盤點計劃與執行 

  1.固定資產盤點之目的 

  2.固定資產盤點實例研討 

八、實務案例研討 

李朗日李朗日李朗日李朗日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擁有實務工作 30 年以上、企業授課 22 年之經驗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曾膺選中華民國企業總務經理人 

    

經經經經歷歷歷歷：：：：    

1.曾任中興電工總經理特助、採購處長、總務行政、

生管、倉儲等經理  

2.曾任大同公司之生管與財務管理及董事長機要秘

書 

    
 

 

H4H4H4H4----3333 HRHRHRHR 必備的必備的必備的必備的 EXCELEXCELEXCELEXCEL----常用篇常用篇常用篇常用篇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一、EXCEL 操作效率倍升技巧 

‧Excel 操作技巧及常用快捷鍵 

二、常用函數—解決 80%以上 HR 工作的常用函數 

‧常用日期處理函數的 Date、Year…等函數 

‧條件判斷及運算的 If、SumIfs…等函數 

‧資料比對必學的 VLookUp 及應用技巧 

‧HR 人員法寶：精確的日期計算函數 

三、一分鐘完成資料統計-樞紐分析表 

四、實例應用：資遣費計算 

五、Q&A 

何東旭何東旭何東旭何東旭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    
辦公室軟體應用   

勞動法令   

薪酬管理 

課程需求課程需求課程需求課程需求        
一、學員自備電腦及 EXCEL 軟體 

二、上課使用 EXCEL 2016，建議學員使用 EXCEL 

2007 以上版本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1、能夠正確且快速完成資料統計。 

2、透過 EXCEL 案例學習資遣費計算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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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總務總務總務總務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H4H4H4H4----2222 人資必備勞人資必備勞人資必備勞人資必備勞////健保法規應用與管理健保法規應用與管理健保法規應用與管理健保法規應用與管理        
 

01.投保單位勞健保保費暨勞退節省方法共有 105

種，您會運用嗎？ 

02.投保單位節省補充保費方法共有 62 種，您知道

嗎? 

03.勞健保局幾乎每半年就要求投保單位調高投保

薪資，企業如何因應？ 

04.投保單位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與受僱者投

保金額總額之差額巨大，易遭認定「以多報

少」，企業如何因應? 

05.那些薪資報酬可以不用併入勞健保投保薪資金

額？ 

06.非經常性給與如何規劃及法院判決實務解說 

07.法院判決及行政機關函釋解說錯誤規劃之非經

常性給與 

08.加班費是否應併入勞健保投保薪資金額及其免

稅範圍為何？ 

09.企業如何有效控管加班費支出? 

10.企業如何就高薪人員及約定責任制人員之薪資

結構中設計加班費? 

11.勞健保局認不休假獎金應併入申報，如何主

張，始不併入申報? 

12.企業之勞健保暨勞退成本及保險費率調高分析 

13.二代健保之「基本保費」與「補充保費」費基

範圍、保險費如何計算? 

14.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四

倍部分之獎金，為保險對象應繳之 

補充保費，前述獎金是否包括屬工資性質之勉勵

性給與？ 

15.投保單位未將屬工資性質之獎金併入申報投保

金額者，該獎金應否併入「所屬投 

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

之獎金」計算? 

16.那些收入或所得得以化整為零分散金額後節省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 

17.租金收入除月租改週租外，尚有那些方法得節

省補充保費? 

18.免視為薪資所得不須併入投保單位補充保費計

算，其內容為何? 

19.各項非經常性給與如何規劃為免稅所得? 

����接續右側接續右側接續右側接續右側    
 

楊淑如楊淑如楊淑如楊淑如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20.於那些情況下，雇主可以不用為勞務提供者辦

理加保勞健保? 

21.每月收入不固定者，投保薪資（投保金額）應

如何處理？ 

22.兼差人員或工讀生應如何投保？何種情形得不

申報加保? 

23.受僱勞工堅持投保工會、漁會或農會，應如何

處理才能避免法律危機？ 

24.企業主勞健保保費暨補充保費節省方法有數十

種，您知道嗎？您會運用嗎? 

25.保險對象節省勞健保暨補充保費的方法有數十

種，您知道嗎？您會運用嗎? 

26.勞健保以多報少的處罰如何計算及後遺症有哪

些？ 

27.不諳規定，遭勞健保局處罰，您會爭議嗎？    
    

    

    

★擔任各工業會、協會及企業專業講師，並輔導 

  百家中小企業 

★專業證照：AFAQ 品質系統稽核師 

 



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右方，課程類別(請下拉)�送出~~即可查詢您要的資訊 
 

-18- 

    

園園園園區公會為區公會為區公會為區公會為金管會金管會金管會金管會認認認認可的可的可的可的【【【【會計主會計主會計主會計主管進修機構管進修機構管進修機構管進修機構】】】】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字號字號字號字號::::金管證審字第金管證審字第金管證審字第金管證審字第 1010047208101004720810100472081010047208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自自自自 102102102102 年元月起年元月起年元月起年元月起，，，，本會已本會已本會已本會已成為新竹地區第一家獲得成為新竹地區第一家獲得成為新竹地區第一家獲得成為新竹地區第一家獲得

金管會通過的金管會通過的金管會通過的金管會通過的【【【【會計主管進修機構會計主管進修機構會計主管進修機構會計主管進修機構】，】，】，】，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凡是證券商凡是證券商凡是證券商凡是證券商、、、、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櫃公司上櫃公司上櫃公司上櫃公司、、、、興櫃公司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興櫃公司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興櫃公司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興櫃公司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管之公開發行金融業之會計主管主管之公開發行金融業之會計主管主管之公開發行金融業之會計主管主管之公開發行金融業之會計主管，，，，每年需持續接受每年需持續接受每年需持續接受每年需持續接受

12121212 小時課程的訓練小時課程的訓練小時課程的訓練小時課程的訓練，，，，皆可到本會進修皆可到本會進修皆可到本會進修皆可到本會進修，，，，課後測驗及格課後測驗及格課後測驗及格課後測驗及格

者皆可獲得有效的積分結業證書者皆可獲得有效的積分結業證書者皆可獲得有效的積分結業證書者皆可獲得有效的積分結業證書。。。。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102102102102 年起園區內及區外廠商的會計主管將可年起園區內及區外廠商的會計主管將可年起園區內及區外廠商的會計主管將可年起園區內及區外廠商的會計主管將可

不再受新竹不再受新竹不再受新竹不再受新竹、、、、台北兩地奔波之舟車勞頓之苦台北兩地奔波之舟車勞頓之苦台北兩地奔波之舟車勞頓之苦台北兩地奔波之舟車勞頓之苦，，，，可就近於可就近於可就近於可就近於

新竹園區公會舉辦之課程取得進修時數認證喔新竹園區公會舉辦之課程取得進修時數認證喔新竹園區公會舉辦之課程取得進修時數認證喔新竹園區公會舉辦之課程取得進修時數認證喔。。。。    

    

    

    

★★★★DDDD 及及及及 RRRR 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所有財會人所有財會人所有財會人所有財會人員員員員、、、、主管主管主管主管或有興趣者參加或有興趣者參加或有興趣者參加或有興趣者參加。。。。    

提醒您提醒您提醒您提醒您~R~R~R~R 系列為可申請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積分之課程系列為可申請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積分之課程系列為可申請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積分之課程系列為可申請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積分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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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月月月月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R4R4R4R4----1111 年度預算編列暨差異分析實務年度預算編列暨差異分析實務年度預算編列暨差異分析實務年度預算編列暨差異分析實務((((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第 1 單元：預算編製前的經營共識 
 一、編製要『贏』的 3大焦點？  
 二、年度預算要改善的是財務現金流 3條生命線？ 
 三、財務現金流管理的 3＄3 氣 3部曲？ 
 四、如何導入具策略性觀念的目標成長預算？ 
 五、成長及獲利方程式：決策模式影響目標可如願達成？ 
 六、引導團隊邁向成功預算管理 2 步驟+7 要項的關鍵因素？ 
第 2 單元：改善往年預算執行成果的差異分析 
 一、營收趨勢消長差異原因？未來方案？  
 二、營業成本%、$差異分析？未來方案？ 
 三、毛利%、$差異分析？未來方案？ 
 四、營業費用%、$差異(拆解)分析？未來方案？ 
第 3 單元：競爭性的成長型預算編製流程 
 一、承接指定年度目標與任務...可量化的！ 
二、掌握銷售商品的生命週期位置與應因應對策？ 

 三、案例：善用「利量率」分析、計算與未來戰略性改善？ 
四、CFO 如何帶頭再造預算規畫流程之因應良策？ 

第 4 單元：預算編製作業與注意事項 
 一、現有銷售實績來源及結構分佈全面檢討？ 
 二、頒布年度預算編製【共同基準】？ 
 三、銷售預算之預測方式與編製？ 
四、生產預算之編製？        五、製造成本預算之編製？ 
六、銷管研費用預算之編製？  七、資本支出預算之編製？ 

 八、現金預算之編製？        九、營業外收支預算編製？ 
十、預計財務報表之編製？ 
十一、降本減費預算的利器：善用零基預算(ZBBP) 

※實作演練 

戴冠程戴冠程戴冠程戴冠程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理財雜誌： 

內部資金的籌措與調度、庫存管理 
與年終盤點技巧 

。會計月刊期刊發表： 
不景氣下的資金籌措策略 

。運通財經台(有線電視)：財報解讀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    
。財務診斷分析、內稽內控 
。財務管理及體質改善 
。企業及個人節稅規劃     
。資金調度及融資規劃 
。經營管理與決策運用     
。行銷管理與績效改善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1993 年第 7 屆全國 10 大財務主持人獎 
˙1995 年第 1 屆成功企業經理人財會組獎 

 
◆◆◆◆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    

經營者/初中高階主管/財務會計人員/對本

課程有興趣者 

R4R4R4R4----2222 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技巧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技巧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技巧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技巧((((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1.合併財務報表基本觀念  

2.母公司權益法之會計處理              

3.母公司投資折溢價之攤銷  

4.母子公司間內部交易之處理  

5.合併財務報表工作底稿之編製 

石世賢石世賢石世賢石世賢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已有已有已有已有 30303030 年授課經驗年授課經驗年授課經驗年授課經驗    

台灣、美國(SFAS)、國際(IFRS)等 

財務會計準則 

商業會計法、租稅申報實務、財務管理、財

報分析 

成本與管理會計、稅務會計、審計學、 

中級會計學、高等會計學、母子公司 

(含跨國)會計處理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財務報表分析、成本與管理會計 

◆◆◆◆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適合對象：：：：    
會計、財務、會計主管或有興趣者， 
皆歡迎參加 
(建議需有基本會計及公司法觀念) 

RRRR4444----5555 製造業製造費用之分攤制度建立與個案分析製造業製造費用之分攤制度建立與個案分析製造業製造費用之分攤制度建立與個案分析製造業製造費用之分攤制度建立與個案分析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1.製造費用之內容  

2.傳統製造環境之製造費用分攤制度之建立  

3.高科技環境之製造費用分攤制度之建立       

4.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與所得稅申報實務對製造費用差異之 

  規定   

5.個案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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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12121212月月月月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講講講講        師師師師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RRRR4444----3333 非金融商品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非金融商品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非金融商品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非金融商品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一、範圍 

  
二、減損測試六步驟 

1.辨識資產進行減損測試之適當層級: 

  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  

2.決定何時進行減損測試: 每年定期或有跡象顯示  

3.決定減損測試之進行順序: 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 

4.決定可回收金額: 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或使用價值  

5.決定帳面金額 6.衡量及認列減損損失 

 
三、資產減損損失之迴轉    

黃海黃海黃海黃海寧寧寧寧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執業會計師，已從事相關行業20年，教學經

歷8年 

◆◆◆◆專長領域專長領域專長領域專長領域：：：：    

高科技產業上市(櫃)輔導規劃、 

跨國籌資規劃  

海外上市及US GAAP及IFRS轉換接軌諮詢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 

中華民國會計師、內部稽核師 

    

RRRR4444----4444 從財報弊案中探討刑法從財報弊案中探討刑法從財報弊案中探討刑法從財報弊案中探討刑法「「「「偽造文書罪偽造文書罪偽造文書罪偽造文書罪」」」」的法的法的法的法

律責任律責任律責任律責任((((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1.前言~經濟犯罪概述 

2.虛偽交易與財報不實案例研析 

  (1)企業弊案類型 

  (2)企業弊案特性 

3.財會人員的法律風險 

4.刑事訴訟運作實務 

5.問題與交流    

謝憲杰謝憲杰謝憲杰謝憲杰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杰論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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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ＯＴＯＴＯ::::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                                            <<10<<10<<10<<106666 年使用年使用年使用年使用>>>>>>>>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3030303----5781972578197257819725781972，，，，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請請請請於於於於傳真後傳真後傳真後傳真後 5555~10~10~10~10 分分分分鐘鐘鐘鐘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喔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喔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喔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喔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3030303----5775996577599657759965775996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62 鍾小姐鍾小姐鍾小姐鍾小姐 (承辦承辦承辦承辦 1 月月月月、、、、5/2、、、、6/12、、、、6/27、、、、11 月月月月)  ，，，，信箱信箱信箱信箱：：：：mychung@asip.org.tw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63 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 (承辦承辦承辦承辦 4 月月月月、、、、7/31、、、、9 月月月月、、、、12/4)        ，，，，信箱信箱信箱信箱：：：：hjtang@asip.org.tw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64 吳吳吳吳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承辦承辦承辦承辦 2 月月月月、、、、10 月月月月、、、、12/11)            ，，，，信箱信箱信箱信箱：：：：yswu@asip.org.tw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66 楊楊楊楊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承辦承辦承辦承辦 8/14、、、、8/21、、、、8/28)              ，，，，信箱信箱信箱信箱：：：：yjyang@asip.org.tw 

 

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六小時承攬商六小時承攬商六小時承攬商六小時承攬商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安全衛生教育安全衛生教育安全衛生教育】】】】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    
 

NO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西元)年月日 

例:1977.01.01 
上課日期 

(參閱上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發票抬頭 1.□三聯式(有公司統編)  □二聯式(個人報名) 

2.□發票合開 1張(若有特殊需求請於報名表內註明) 

公司全名： 

(個人報名免填) 

公司住址：□□□□□ 

(個人報名免填) 

統一編號： 

(個人報名免填) 

(聯絡人) 

電話及分機： 

聯 絡 人： 傳      真： 

E-Mail： 
字跡請正楷填寫，若為數字請於下方加底線(例 a00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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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OTOTO：：：：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        FFFFAXAXAXAX：：：：03030303----5781972 5781972 5781972 5781972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TELTELTELTEL：：：：03030303----5775996577599657759965775996    分機如下分機如下分機如下分機如下    

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101010106666 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 B0829                  -鍾小姐#162，Mail：mychung@asip.org.tw 
□ B1025                  -楊小姐#166，Mail：yjyang@asip.org.tw 
□ B1017  □ B1213        -唐小姐#163，Mail：hjtang@asip.org.tw 
□ B0906                  -吳小姐#164，Mail：yswu@asip.org.tw 

 姓名 
具資 
公格 
務者 
人勾 
員選 

身分證字號/國籍 
 1.電話及分機 
 2.E-mail(請用正楷字體填寫) 

參加課程/日期 
課程 
代碼 

出生年月日 
輻射證書類別 

(參加繼續教育講習者填寫) 
證書字號/到期日期(必填) 

 

□ 

身分證: 
   
□外籍:           籍 

TEL： 

行動： 

E-mail：  

□(18H) 
  日期：  

□(36H) 
  日期：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___________ 

證書字號：                   

備註:18H 操作證照不需填寫到期日 

到期日：    年     月     日 

□(繼續教育) 
□新竹場 
□台北場 
□台中場 
□高雄場 
□台南場 

 
□全天 
□上午 
□下午 

 

□ 

身分證: 
   
□外籍:           籍 

TEL： 

行動： 

E-mail：  

□(18H) 
  日期：  

□(36H) 
  日期：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___________ 

證書字號：                   

備註:18H 操作證照不需填寫到期日 
到期日：    年     月     日 

□(繼續教育) 
□新竹場 
□台北場 
□台中場 
□高雄場 
□台南場 

 
□全天 
□上午 
□下午 

 

□ 

身分證: 
   
□外籍:           籍 

TEL： 

行動： 

E-mail：  

□(18H) 
  日期：  

□(36H) 
  日期：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___________ 

證書字號：                   

備註:18H 操作證照不需填寫到期日 
到期日：    年     月     日 

□(繼續教育) 
□新竹場 
□台北場 
□台中場 
□高雄場 
□台南場 

 
□全天 
□上午 
□下午 

1.發票抬頭(全銜)：                                                

2.統一編號：                    ，□發票合開 1 張  

3.發票開立：□二聯式(同學員姓名)，□ 三聯式(請填寫發票抬頭及統編) 

4.資格：□會員(園區公會之會員廠商)，□非會員(非會員廠商) 

特殊需求請註明 

               
★輻射證照或積
分證明及發票統
一交學員帶回。 

郵遞區號五碼/地址： 

聯絡人： 電話/分機： 

部門： E-mail： 

說明 

1.具公務人員資格者，請於姓名欄下方□勾選，以利課後登錄公務人員學習護照。 
2.參加 18H18H18H18H 及 36H36H36H36H 課程學員：最後一天上課，請攜帶身份證正本，以便考試時查核。 
3.參加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繼續教育學員，若領有輻射防護人員證照者(輻射防護師及輻射防護員)，請務必勾

選輻防證書類別；若領有輻射安全證書證照者，請務必勾選輻安證書類別，以利本會於
課後向原能會報備，如漏報資料將影響您個人換證的權益。 

4.報名人數不足或遇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有延期或停辦本講習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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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 楊楊楊楊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Fax：：：：03-5781972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Tel：：：：03-5775996#166，，，，Mail：：：：yjyang@asip.org.tw 

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 課課課課程日期程日期程日期程日期：：：：111106060606 年年年年 9/21.9/22.9/239/21.9/22.9/239/21.9/22.9/239/21.9/22.9/23，，，，週四週四週四週四~~~~六六六六((((共共共共計計計計三天三天三天三天))))    

■ 課前課前課前課前 2222 週發通知提醒繳費週發通知提醒繳費週發通知提醒繳費週發通知提醒繳費，，，，費用請務必於規定期間費用請務必於規定期間費用請務必於規定期間費用請務必於規定期間((((課前課前課前課前 7777 天天天天))))    繳清繳清繳清繳清    

■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3333,,,,600600600600 元元元元、、、、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 4444,,,,300300300300 元元元元    

★★★★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請於上課第一天報到繳交請於上課第一天報到繳交請於上課第一天報到繳交請於上課第一天報到繳交))))：：：：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近照 1 張（背面請寫上姓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    eeee----mailmailmailmail    

 

   

   

 

   

   

 

   

   

 

   

   

公司全名：                                      □會員   □非會員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承 辦 人：             性別：          部門： 

電話/分機：                             傳真： 

承辦人 E-mail: 
(字跡請正楷填寫，若為數字請於下方加底線(例 a00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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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OTOTO：：：：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訓練組        TEL：：：：03-5775996 分機如下分機如下分機如下分機如下 
FAX：：：：03-5781972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園區公會((((竹科竹科竹科竹科) ) ) ) 10101010666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四四四四季季季季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經管類經管類經管類經管類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 E4 管理/秘助/通識系列-顏小姐#165           Mail：ylchen@asip.org.tw 

□ F4 採購/生管/品管系列-楊小姐#166                 Mail：yjyang@asip.org.tw  

□ P4 工程/技術系列     -楊小姐#166                 Mail：yjyang@asip.org.tw  

□ H4 人資/總務/訓練系列-鍾小姐#162           Mail：mychung@asip.org.tw 

□ R4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系列-唐小姐#163 Mail：hjtang@asip.org.tw 

姓名 部門/職稱 身分證字號 e-mail 

字跡請正楷填寫，若為數字請於下方加底線(例 a001@yahoo.com.tw) 課程代碼 電話/分機及行動 出生年月日  

    

    

    

    

    

    

    

    

    

    

公司全名：                                      □會員   □非會員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地址務必填寫) 

承 辦 人：             性別：          部門/職稱： 

電話/分機：                             傳真  ： 

承辦人 E-mail: 
字跡請正楷填寫，若為數字請於下方加底線(例 a001@yahoo.com.tw) 

 


